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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

贮留装置，包括初期雨水贮留区以及雨水初级过

滤区，初期雨水贮留区安置在雨水初级过滤区下

方，雨水初级过滤区的出水端连接初期雨水贮留

区顶部的进水端，初期雨水贮留区底部设有检查

口以及弃流口，弃流口通过市政雨水管路连接至

市政雨水管网，雨水初级过滤区的进水端连接高

架道路雨水立管，高架道路雨水立管安装在高架

道路下方，雨水初级过滤区自内向外依次设有挡

水板、吸油滤膜、塑料滤网和集水槽，集水槽上开

设有出水口，出水口通过管道连接雨水净化回用

系统；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能够安装在高架

道路雨水立管上，减轻了后续雨水净化回用系统

的处理负荷，实现了雨水的资源化利用，且结构

简单、拆卸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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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初期雨水贮留区(2)以及

雨水初级过滤区(3)，所述初期雨水贮留区(2)安置在雨水初级过滤区(3)下方，所述雨水初

级过滤区(3)的出水端连接初期雨水贮留区(2)顶部的进水端，所述初期雨水贮留区(2)底

部设有检查口(6)以及弃流口，所述检查口(6)用于清理雨水冲刷道路携带的杂物，所述弃

流口处安装有阀门一(5)，所述阀门一(5)通过市政雨水管路(4)连接至市政雨水管网，所述

雨水初级过滤区(3)的进水端连接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所述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安装

在高架道路下方，所述雨水初级过滤区(3)自内向外依次设有挡水板(8)、吸油滤膜(9)、塑

料滤网(10)和集水槽(11)，所述挡水板(8)水平布置，所述挡水板(8)外围设置有吸油滤膜

(9)和塑料滤网(10)，所述吸油滤膜(9)固定连接在塑料滤网(10)内，所述塑料滤网(10)用

于拦截雨水中的大颗粒悬浮固体，所述吸油滤膜(9)用于吸附雨水中漂浮的各类油脂，所述

塑料滤网(10)外围设置有集水槽(11)，所述集水槽(11)上开设有出水口，所述出水口通过

管道连接雨水净化回用系统(12)；所述初期雨水贮留区(2)底部检查口(6)的设置位置低于

市政雨水管路(4)以及阀门一(5)的设置位置；所述雨水初级过滤区(3)的进水端设置有阀

门二(7)，所述集水槽(11)的出水口设置有阀门三(15)，所述阀门二(7)用于控制进入雨水

初级过滤区(3)的雨水量，所述阀门三(15)用于控制进入雨水净化回用系统(12)的雨水量；

所述吸油滤膜(9)的工作高度小于塑料滤网(10)的工作高度；所述吸油滤膜(9)的底边安置

在挡水板(8)上方2mm处，所述吸油滤膜(9)通过卡扣方式贴敷在塑料滤网(10)上；所述雨水

初级过滤区(3)外侧设有网膜更换口(13)，所述网膜更换口(13)用于安装和更换吸油滤膜

(9)以及塑料滤网(10)；所述雨水初级过滤区(3)采用法兰(14)固定连接在高架道路下方的

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上。

2.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实

施步骤：

1)初期雨水收集和弃流：在降雨初级阶段，由高架道路汇集的路面雨水经由高架道路

雨水立管进入初期雨水贮留区，待雨水收集至雨水初级过滤区的挡水板位置，初期雨水贮

留区中连接到市政雨水管网的阀门自主开启1min后再次关闭，从而完成初期污染较重的雨

水收集和弃流；

2)中后期雨水的初级过滤：待初期雨水贮留区中的雨水量再次累积到雨水初级过滤区

的挡水板位置时，将穿过塑料滤网溢流到集水槽中，雨水中的大颗粒悬浮固体被塑料滤网

拦截，雨水中漂浮的各类油脂通过水面波动和毛细管作用被固定在塑料滤网上的吸油滤膜

所吸附，进而实现雨水的初级过滤，进入后续雨水净化回用处理系统；

3)装置阀门的启闭运行：可根据当地技术经济条件，安装自动化仪表远程操控，或是采

用人工手动操作；

4)装置的维护和管理：主要是定期清理跌落在初期雨水贮留区底部的石子、淤泥和道

路垃圾等杂物，拦截在雨水初级过滤区滤网上的漂浮杂质，以及更换浸油饱和的吸油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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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雨水污染控制技术及资源化利用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高架道路雨水

初级过滤及贮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高架道路网络体系的快速发展，城市不透水道路的汇水面

积不断扩增，造成城市原有水体自然循环路径和雨洪产流特性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带来雨

水资源流失、市政雨水管网负荷增大和城市内涝频发等问题。

[0003] 此外，高架道路上行驶车辆与路面摩擦造成的路面侵蚀、轮胎磨损、汽车尾气、燃

油和润滑油泄露等均会造成雨水径流污染，使雨水携带大量的泥沙、悬浮固体颗粒、有机

物、营养物质、重金属和油脂等各类污染物。其中，初期雨水污染程度最高，污染物含量可达

到普通城市污水的数倍之多。

[0004] 如何实现高架道路的初期雨水快速收集、贮存和弃流，完成中后期雨水的初级净

化，不仅可以减轻后续雨水净化系统的处理负荷，达到控制雨水污染和实现雨水资源化利

用的目的，也是符合我国目前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需要，在绿色市政建设领域将具有

广阔应用前景。

[0005] 目前，已有的雨水收集和贮留装置(专利号：CN200580040462.5)采用通过雨水量

的多少来控制浮球阀的启闭，但是该装置结构复杂，滤网易堵塞，更加适用于径流较为干净

的屋面雨水，不适合在杂质颗粒较多的高架道路雨水收集系统重应用。此外，一种高架路面

雨水口收集雨水装置及收集利用雨水的方法(专利申请号：CN201610066187.4)，在弃流雨

水斗上部设收集雨水斗，收集雨水斗高出高架路面的桥面，可从收集源头实现对初期雨水

及底层较脏雨水的弃流，但是该装置需要更换或改造已有的高架道路雨水斗，并且如何在

已经建成的高架道路上进行安设和隐藏高出桥面的雨水口存在一定难度，因此该发明装置

的推广应用将会受到一定限制。现有技术中，立交桥雨水净化与收集利用综合方法与系统

(专利申请号：CN201310388987.4)，利用重力旋流沉砂技术和吸附过滤净化技术原理，分别

对悬浮颗粒和有机无机污染物进行高效去除，但是需要设置冲水水箱和旋流分离器，存在

体积较大，结构复杂，不便施工和后续维护。

[0006] 因此，若能提供一种针对现有高架道路的雨水收集特点，具有灵活拆卸和安装的

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装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

装置，能够安装在高架道路雨水立管之上，减轻了后续雨水净化回用系统的处理负荷，实现

了雨水的资源化利用，且结构简单、拆卸灵活。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装置，包括初期雨水贮留

区2以及雨水初级过滤区3，所述初期雨水贮留区2安置在雨水初级过滤区3下方，所述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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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过滤区3的出水端连接初期雨水贮留区2顶部的进水端，所述初期雨水贮留区2底部设

有检查口6以及弃流口，所述检查口6用于清理雨水冲刷道路携带的杂物，所述弃流口处安

装有阀门一5，所述阀门一5通过市政雨水管路4连接至市政雨水管网，所述雨水初级过滤区

3的进水端连接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所述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安装在高架道路下方，所述雨

水初级过滤区3自内向外依次设有挡水板8、吸油滤膜9、塑料滤网10和集水槽11，所述挡水

板8水平布置，所述挡水板8外围设置有吸油滤膜9和塑料滤网10，所述吸油滤膜9固定连接

在塑料滤网10内，所述塑料滤网10用于拦截雨水中的大颗粒悬浮固体，所述吸油滤膜9用于

吸附雨水中漂浮的各类油脂，所述塑料滤网10外围设置有集水槽11，所述集水槽11上开设

有出水口，所述出水口通过管道连接雨水净化回用系统12。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初期雨水贮留区2底部检查口6的设置位置低于市政雨水管路4以

及阀门一5的设置位置。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雨水初级过滤区3的进水端设置有阀门二7，所述集水槽11的出水

口设置有阀门三15，所述阀门二7用于控制进入雨水初级过滤区3的雨水量，所述阀门三15

用于控制进入雨水净化回用系统12的雨水量。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吸油滤膜9的工作高度小于塑料滤网10的工作高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吸油滤膜9的底边安置在挡水板8上方2mm处，所述吸油滤膜9通过

卡扣方式贴敷在塑料滤网10上。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雨水初级过滤区3外侧设有网膜更换口13，所述网膜更换口13用于

安装和更换吸油滤膜9以及塑料滤网10。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雨水初级过滤区3采用法兰14固定连接在高架道路下方的高架道

路雨水立管1上。

[0015]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6] (1)可根据当地降雨强度、降雨历时和路面雨水汇流时间等特点，调整初期雨水贮

留区的高度和容器，确保污染程度较重的初期雨水得到收集和弃流；

[0017] (2)设置用于吸附各类油脂的吸油滤膜和用于拦截悬浮杂质的塑料滤网，以及用

于沉降石子、淤泥和垃圾杂物的检查口，从而能够实现高架道路中后期雨水的全方位初级

净化，减轻了后续雨水净化回用系统的处理负荷，实现了雨水的资源化利用；

[0018] (3)设置合理、结构简单、装配灵活方便，可直接安装在高架道路雨水立管上，并在

保证高架道路正常排水的前提下收集雨水，减轻后续雨水净化系统的处理负担，有益效果

显著，便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高架道路雨水立管  2、初期雨水贮留区  3、雨水初级过滤区  4、市政雨水

管路  5、阀门一  6、检查口  7、阀门二  8、挡水板  9、吸油滤膜  10、塑料滤网  11、集水槽  12、

雨水净化回用系统  13、网膜更换口  14、法兰  15、阀门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以下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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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如附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初期雨水贮留区2以及雨水初级过滤区3两个区域，初期

雨水贮留区2安置在雨水初级过滤区3下方，雨水初级过滤区3的出水端连接初期雨水贮留

区2顶部的进水端，初期雨水贮留区2底部设有检查口6以及弃流口，检查口6用于清理雨水

冲刷道路携带的石子、淤泥和垃圾等杂物，弃流口处安装有阀门一5，阀门一5通过市政雨水

管路4连接至市政雨水管网，用于收集和弃流路面污染较重的初期雨水；雨水初级过滤区3

的进水端连接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安装在高架道路下方，雨水初级过

滤区3自内向外依次设有挡水板8、吸油滤膜9、塑料滤网10和集水槽11，挡水板8水平布置，

挡水板8外围设置有吸油滤膜9和塑料滤网10，吸油滤膜9固定连接在塑料滤网10内，塑料滤

网10用于拦截降雨中后期路面雨水中的固体悬浮物，吸油滤膜9用于吸附雨水中漂浮的各

类油脂，使雨水经过该区域的初步处理后，可直接进入后续雨水净化回用系统，塑料滤网10

外围设置有集水槽11，集水槽11上开设有出水口，出水口通过管道连接雨水净化回用系统

12。

[0023] 其中，初期雨水贮留区2底部检查口6的设置位置低于连接至市政雨水管网的市政

雨水管路4以及阀门一5的设置位置。此外，雨水初级过滤区3的进水端设置有阀门二7，集水

槽11的出水口设置有阀门三15，阀门二7用于自主控制进入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

装置的雨水量，阀门三15用于控制进入雨水净化回用系统12的雨水量。并且，吸油滤膜9的

工作高度小于塑料滤网10的工作高度，吸油滤膜9的底边安置在挡水板8上方2mm处，吸油滤

膜9通过卡扣方式贴敷在塑料滤网10上。雨水初级过滤区3外侧设有网膜更换口13，从而方

便安装和更换过滤区内部的吸油滤膜和塑料滤网。此外，雨水初级过滤区3可采用法兰14固

定连接在高架道路下方的高架道路雨水立管1上，灵活拆卸和安装。

[0024] 本发明所述的高架道路雨水初级过滤及贮留装置，能够安装在高架道路下方的高

架道路雨水立管上，或设置在后续的雨水净化回用系统之前。其具体实施步骤为：

[0025] 1)初期雨水收集和弃流：在降雨初级阶段，由高架道路汇集的路面雨水经由高架

道路雨水立管进入初期雨水贮留区，待雨水收集至雨水初级过滤区的挡水板位置，初期雨

水贮留区中连接到市政雨水管网的阀门自主开启1min后再次关闭，从而完成初期污染较重

的雨水收集和弃流。

[0026] 2)中后期雨水的初级过滤：待初期雨水贮留区中的雨水量再次累积到雨水初级过

滤区的挡水板位置时，将穿过塑料滤网溢流到集水槽中，雨水中的大颗粒悬浮固体被塑料

滤网拦截，雨水中漂浮的各类油脂通过水面波动和毛细管作用被固定在塑料滤网上的吸油

滤膜所吸附，进而实现雨水的初级过滤，进入后续雨水净化回用处理系统。

[0027] 3)装置阀门的启闭运行：可根据当地技术经济条件，安装自动化仪表远程操控，或

是采用人工手动操作。

[0028] 4)装置的维护和管理：主要是定期清理跌落在初期雨水贮留区底部的石子、淤泥

和道路垃圾等杂物，拦截在雨水初级过滤区滤网上的漂浮杂质，以及更换浸油饱和的吸油

滤膜。

[0029] 本发明并不受上述实施方式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

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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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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